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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

金融创新——

散户闲钱不闲了散户闲钱不闲了
“盘活闲钱”的互联网碎片化理财大大降低

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门槛，给“散户闲钱”找到
了去处。同时，移动支付等不同类别的互联网
金融也逐步发展起来

上线不足 2个月，购买规模突破 250亿元，累计用户达 700
万，超去年国内基金新增用户总和。自 6 月份天弘基金与支付
宝联合在余额宝产品上打的这场“漂亮仗”开始，互联网金融热
潮一浪高过一浪。本月初游戏巨头巨人网络推出“余额宝”，经
营炒股软件的同花顺推出“收益宝”，苏宁云商金融事业部专门
成立基金产品专项小组，“易付宝”余额理财箭在弦上，而腾讯
财付通在接入微信 5.0 版本提供移动支付入口的同时，财付通
总经理赖智明也表示“未来将结合金融机构的一些服务，更好
地来提供给用户”。

对于互联网企业和与之合作的券商们来说，互联网金融中
蕴含的盈利能力殊为可观。财报显示，天弘基金公司上半年营
业收入为 6189.99 万元，净利润达到 852.52 万元，而这也是天
弘基金近 3年来的首次盈利。

而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盘活闲钱”的互联网碎片化理财
显然大大降低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门槛，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有能力、有机会参与到金融交易活动中，变成金融消费者。中
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互联网金融分论坛上表
示，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与金融两个领域有非常多的共通之
处。首先，所有的金融都只是数据，不需要任何物流的支持。
其次，所有的金融产品都是各种数据的组合，这些数据在可以
通过网络直接实现数量匹配、期限匹配和风险定价，再加上网
上支付就形成了互联网金融的核心”。

不过，互联网金融所涵盖的范围又不仅限于对个人消费者
提供的理财服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的说法，目前
互联网金融分为互联网支付、P2P、众筹融资三类。数据显示，
目前第三方支付牌照已经发放了 250 多个，其中真正从事互联
网支付的企业97家，另有150多家预付卡公司。互联网支付企
业的支付总量约达6万亿元，占到整个支付总量的0.5%。

而从监管部门的态度看，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商业
模式创新正在受到尊重和鼓励，刘士余表示，监管部门将充分
尊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创新精神。

但在另一方面，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监管也被提上日
程，刘士余强调，互联网金融从业者应注意操作风险和信用风
险，尤其是人人贷模式。“有两个底线不能碰，一是严禁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二是严禁非法集资。”

营销创新——

品牌营销升级了品牌营销升级了
品牌营销是企业的刚性需求，传统企业的

广告预算正在向互联网转移。作为互联网第一
大应用，视频上发生的故事充分体现出传统企
业营销需求的变革

国产手机厂商金立本月宣布，将与腾讯视频达成战略合
作，以 2000 万元冠名其大型自制剧《快乐 ELIFE》，而这也创
下了网络自制剧营销推广合作的“天价”纪录。金立集团首席
执行官卢伟冰告诉本报记者，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品牌广告主
的需求更趋向多样化、精细化及定制化。金立看重腾讯视频在
大平台、大数据、大资源效果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腾讯副总裁
孙忠怀则将自制节目的营销价值形容为“蛋糕上的樱桃”，网络
自制剧作为载体，能够定制化地将品牌及产品植入剧情之中，
实现自然融合，“对广告主的价值高过那些奶油和面包。”

“品牌营销是企业的刚性需求，传统企业的广告预算正在
从电视向互联网转移。”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举行的网络广告高
峰论坛上，凤凰新媒体副总裁金玲如是表示。作为互联网第一

大应用，在网络视频上发生的故事，已充分体现出传统企业营
销需求的变革，而应对这种变革，创新应运而生，也为持续“烧
钱”的网络视频带来生机。

网台联动则是网络视频营销创新的另一条路。来自搜狐
8月 12日的数据显示，其拥有独家网络版权的《中国好声音》第
二季通过与浙江卫视的多屏联动，累计用户达 1.1 亿，其中第
五期直播在线人数就突破千万，48小时内播放量达 2.1亿次。

在引发巨大用户关注的背后，视频网站也赢得了巨额的广
告营收。搜狐方面透露，目前搜狐视频好声音项目广告营收已
近 1.6 亿元，预计好声音节目结束前广告营收达 2 亿元，这将是
视频网站史上单个项目广告营收的新纪录。

在和传统广告主打交道的过程中，视频网站的技巧也正在
变得熟练，搜狐视频 COO 邓晔表示，搜狐对好声音项目的营销
资源采取了分批售卖的方式，“加多宝、百雀羚在节目开播前就
与搜狐达成了战略合作，买的是‘期房’，等节目开播后客户再
来追单，价格当然要随行就市的水涨船高，基本的策略就是跟
着节目的热度设定广告价格，现在后面决赛的资源还留着呢。”
她透露，和平时的综艺节目相比，好声音目前的网络广告价格
已提高了 3倍以上。

风行网 COO 王宇鹏也肯定了网台联动的营销价值。他表
示，视频给电视补点，能够使内容资源产生更大的营销价值。

“对于广告主来说，第一个阶段是产品的创新，第二阶段是内容
的升级，第三阶段则是品牌的融合。”

服务创新——

软件企业做终端了软件企业做终端了
互联网厂商将自己擅长的内容与应用服务

融入硬件设备，产生出一种软硬结合的新商业
模式。尽管数码与家电领域已趋向微利，但互
联网企业坚信，硬件总会过时，服务永不过时

乐视“超级电视”、小米“红米”手机、阿里“盒子”、爱奇艺电
视、盛大可穿戴设备⋯⋯曾经专注于应用服务的互联网企业在
今年的互联网大会上摇身一变，大谈自家的硬件终端。

在传统上已属“微利行业”的数码与家电领域，初来乍到的
互联网企业究竟有哪些“杀手锏”？

最好理解的是来自互联网的研发方式和营销渠道。开放
的研发方式为互联网厂商争取了大量用户。乐视网副总裁梁
军表示，“超级电视完全采取了互联网的新模式，互联网的竞争
力来自于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客户的需求，因此基于互联
网，我们其实是一个千万人参与、千万人研发、千万人使用的模
式。”同样，在小米论坛上，每周向用户公开的最新系统版本也
为小米争取了数万黏度极高的核心用户。而借由电商的销售
渠道和营销方式则在最大程度上为互联网厂商进军硬件终端
压低了成本，并创造出一个个“纪录”：7 月，49 分钟 1 万台乐视

“超级电视”被抢购一空；8 月，与腾讯 QQ 空间合作，小米在 1
分 30秒内售出 10万台“红米”手机。

但真正戳传统厂商心窝子的，却是互联网厂商将自己擅长
的内容与应用服务融入硬件设备，而产生出的新商业模式。小
米董事长兼 CEO 雷军表示，“小米去年 9 月开始做生态系统，
跟内容相关的各个入口已经完善，像主题市场，音乐、视频、图
书、浏览器都已具备，并且这些应用的活跃度特别高。”硬件终
端成为小米推广移动互联网增值服务的入口。梁军也表示，通
过超级电视用户可以方便地浏览在线视频，并使用乐视提供的
各项网络服务。

“硬件总会过时，但服务不会过时。”他透露说，目前普通电
视的开机率已跌至 30%，而“超级电视”的开机率仍保持在
80%以上。

随着谷歌眼镜的炙手可热，目前，国内厂商也开始“试水”可
穿戴设备。从方向上来看，智能健康管理是国内可穿戴设备的
主要切入点。快乐妈咪 CEO 陶建辉表示，“可穿戴设备所代表
的软硬件相结合的产品品类将在未来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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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单纯的技术角度，今年的互

联网大会并未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亮

点，但翻过硬币的另一面，商业模式的创

新则在诸多分论坛中被反复提及，从终

端到平台到应用和服务，商业化、网络营

销、增值服务成为关键词，这不但标志着

我国互联网产业进入了更为开放的新阶

段，也为建立良好生态环境提供了可持

续发展的条件。

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爆发式生长从来

都不是“无本之木”。

本世纪初，正是借由手机的普及，各

大门户网站通过为移动运营商提供增值

服务掘到“第一桶金”，从而彻底走出了

互联网经济的“泡沫时代”。10 多年后，

新商业模式向多元化探索的脚步同样依

赖于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应用基础。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规模已

达到 5.5 亿，其中手机网民数量达到了

4.64亿，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达到了2.14亿部，同比增长120%。而今，

“宽带中国”不断提速、4G 牌照下发提上

日程、“三网融合”稳步推进⋯⋯这些都

在不断催生新的业务形态和商业模式。

伴随着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我国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在经历着

从“圈地”到“种地”，从“烧钱”到“赚钱”

的变化。今年以来多件大手笔的重量

级并购，也正体现互联网巨头们对未来

商 业 模 式 的 思 考 和 对 盈 利 能 力 的 考

量。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正在对资

源进行配置和自我调节，以市场为主导

来培育消费需求、增强有效供给，其实

都在推动着一套促进信息消费持续稳

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这将对实现今后 3

年信息消费年均增长 20%以上的目标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

应该说，互联网产业对商业模式的

种种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提振信息消

费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些探索已成为强

大的推动力，使互联网的功能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我国互联网正在从单一的信息

传播渠道不断向生产、生活领域深度渗

透。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制造业和服务

业企业被不断被裹挟进来，并借以提高

信息化水平，真正实现转型升级。

不过，从今年互联网大会上的讨论

来看，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基本掌握在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巨头的手中。由于巨

头对蛋糕的掌控能力过强，有观点认为，

创业者的机会正在变得渺茫，这将对创

新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

讲，如何保护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在技

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积极性，

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和管理层面

必须考虑的问题。

对此，专家及业内人士一致认为，

应考虑在多个方面探索科技型企业的

扶持机制。譬如，在资本进入机制方

面，可以考虑实施对相关产业的创新型

企业予以优先信贷支持，或是放宽创业

板、新三板等融资平台对创新型小企业

的准入标准，稳步扩大中小企业私募债

发行等措施。

多元商业模式多元商业模式

夯实发展基础夯实发展基础

就 14 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
若干意见》，三大运营商负责人在互联网大会上纷纷表态，
将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互联网，促进信息消费的进一步发
展。尤其是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方面，运营商义
不容辞。

中国电信创新事业部负责人李安民表示，中央强调发
展“信息消费”，是基础电信运营商的重大使命和责任。中
国联通产品创新部总经理李红五认为，加快光纤到户和宽

带提速，为拉动信息消费提供好的基础网络环境，是运营商
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刘昕表示，发
展信息消费，将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拿基础网络创
新来说，它将产生一个很大的蛋糕，并使产业链各环节同时
受益。”

促进信息消费，运营商们打算从何入手？三大运营商将
其概括为“二次转型”，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丰富移动流量业
务，并进行平台开放和服务创新。

李安民表示，中国电信将二次转型概况为“一去两化”，即
去电信化、市场化和差异化。中国电信提出，要转变思维方
式，以市场化的方式与合作伙伴一起协同发展，共同为信息
时代、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推出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和商业模
式。以行业应用为例，目前中国电信已经向 1 万所学校、2
万个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中国电信建设的平安城市有 200
个，有 100 多个数字示范城市。

刘昕表示，中国移动的策略是“智能管道、开放平台”，
利用好全新的 4G 技术平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化的服
务。他还透露说，在 4G 方面，中国移动去年已开始大规模
外场试验，今年的目标是年底前覆盖 100 个城市，建设 20 个
基站，能够支持 100万台终端设备。

李红五表示，目前中国联通的流量收入和宽带收入已经
超过了固网的收入，流量信息服务收入也超过了移动语音收
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资源不断的集中化，服务的扁平化，运营
的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他表示，面对这种变化，中国联通在
全国大力建设数据中心，并与主流的互联网公司展开合作。

三大运营商谈《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互联网

2013中国互联网大会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作为经济发

展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近年来，互联网产业获得长足发展，我国已迈

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与会者的共识。目前，我国互联网企业所

提供的创新服务与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与这些服务和应用相伴而生

的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夯实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压题照片 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一名与会者在自动贩

售机前用微信扫描，通过在线支付购买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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